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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22版）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 承揽人在

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
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
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 网络用
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网络用户
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
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
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
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
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
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
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
户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
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网络用户
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
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
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
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
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
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
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
措施。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 网络服务
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
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
责任。

第一千二百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一条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
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
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
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
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第四章 产品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二条 因产品存在

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三条 因产品存在
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
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
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
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
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
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第一千二百零四条 因运输者、仓
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
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零五条 因产品缺陷危
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
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六条 产品投入流
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
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
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
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据前款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
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一千二百零七条 明知产品存
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
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
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第五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八条 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
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 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
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条 当事人之间
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
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一条 以挂靠形
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
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二条 未经允许
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
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本章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 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
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
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
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
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
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四条 以买卖或
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
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
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五条 盗窃、抢
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
夺人承担赔偿责任。盗窃人、抢劫人
或者抢夺人与机动车使用人不是同一
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盗窃人、抢劫
人或者抢夺人与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连
带责任。

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
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六条 机动车驾
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
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机动车不明、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
险或者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
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
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 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
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 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
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 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
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
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
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
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
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
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
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
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条 因抢救生命
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
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 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
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
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 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
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 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
法销毁病历资料。

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条 因药品、
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
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
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
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
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
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
权向负有责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 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
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 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
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
疗义务；

（三）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
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或
者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
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
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
录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
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
供。

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
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
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
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
不必要的检查。

第一千二百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

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
作、生活，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 因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 因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
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
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 两个以上
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
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
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
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
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 侵权人违
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条 因第三人
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被侵
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也可以
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侵权人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
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
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
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
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
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
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
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违反国家
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
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
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一）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
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二）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
造成的损失；

（三）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
评估等费用；

（四） 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
费用；

（五） 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
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八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六条 从事高度

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七条 民用核设
施或者运入运出核设施的核材料发生
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
的营运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武装冲
突、暴乱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
的，不承担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八条 民用航空
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
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
承担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九条 占有或者
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
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
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
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条 从事高空、
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
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
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
者的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一条 遗失、抛
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
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将高度危
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担
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与管理
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条 非法占有
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
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
人不能证明对防止非法占有尽到高度
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
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三条 未经许可
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

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
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
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
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四条 承担高度
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
照其规定，但是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第九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
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
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 禁止饲养
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八条 动物园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
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条 遗弃、逃
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条 因第三人的
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
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
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
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条 饲养动物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妨碍他人生活。

第十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条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
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建设单位与施工
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
外。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
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
偿。

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
第三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
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
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
任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
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
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
责任人。

第一千二百五十五条 堆放物倒
塌、滚落或者滑落造成他人损害，堆
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六条 在公共道
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
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
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 因林木折
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
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八条 在公共场
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
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
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
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附则
第一千二百五十九条 民法所称

的“以上”、“以下”、“以内”、“届
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

“超过”、“以外”，不包括本数。
第一千二百六十条 本法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 姻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继 承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 同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物 权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侵 权 责 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同
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以人为本更好维护人民权益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述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表决通过；两高报告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定下目标。

2020年的全国两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步履愈发铿锵。
当下，全国各地正以真抓实干的行动落实两会精神，进一
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华社发

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法典。全
国两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
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
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尺度。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丽水市景
宁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海燕刚回到县
里，就将贯彻实施民法典相关工作提
上日程。

“在抓好学习宣传民法典的同时，
要把民法典的精神融入地方立法以及
政府工作中。突出法治惠民，维护人民
权益。营造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法治
营商环境，提升发展效能。”钟海燕说。

司法机关依法履职，是充分保护
人民群众民事权利的一大关键。

“民法典对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
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
求。”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刘娜说，要从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规
律出发，在运用好抗诉、再审检察建议
等刚性监督手段的同时，积极寻求和
解等更适宜矛盾化解、保障民事权利
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各地已经开始行动。

在深圳，位于龙华区的“民法公
园”建设已近尾声。“希望通过这座公
园，让更多普通市民了解民法典，助推
法律顺利实施。”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
溪林说。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今年的
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一国
两制”固本强基。

“我们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认真做
好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工作，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的要求和精神，确保香港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说。

立法为民
迈向良法善治更高境界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慎终如始、再接再厉，持续抓好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
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斗争的重要保障
和支撑。

5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
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第一
次全体会议召开。此次执法检查分为4
个检查小组赴8个省份进行实地检查，
同时委托其他省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检
查，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

通过执法检查，全面评估野生动物保
护法，将为修法工作提供依据，这是立法
机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具体行动。

依法防疫，司法机关为抗击疫情
护航。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龚稼立表示，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做好司法应对，依法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依然是下

一步司法工作的关键。
假冒防疫物资给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带来极大风险，涉疫电信网络诈
骗让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扰乱医疗秩序、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
给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带来危害……

公安机关正在深入开展“昆仑
2020”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食
药环和涉野生动物等民生领域违法犯
罪，坚持“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侦
办，把重点放在捣窝点、打团伙、摧网
络上，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侦查打击工作。

“我们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
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湖北省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警务综合
服务站站长刘俊表示，作为一名一线
巡警，将以稳定为首要任务，有针对性
强化社区和重点部位巡控，针对复课
复学加强校园巡控，针对“防疫常态
化”加强社区内部巡控，针对“复工纠
纷”加强相关商业区巡控，全面提高见
警率，进一步抓稳定、促经济。

依法防疫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9 日，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
部、司法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健
委、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
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的意见（试行）》。

意见规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遗
弃、拐卖、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等九类
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
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
学校长刘希娅说，这是落实全国两会
精神的关键一招，要让青少年有一个
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对于侵害青少
年的犯罪应该严惩不贷。

一个案例的效果胜过一沓文件，
案例是最好的普法材料。

从“昆山反杀案”到“邢台董民刚
案”，拷问正当防卫限度，也引发了社
会广泛的讨论。

两高报告对引领法治观念，增强
规则意识着墨颇重。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模范张青彬表示，要将两高报告中
的精神宣传好，积极地将正当防卫的
案例宣传出去，让正当防卫法律意识
在群众心中扎根，形成“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良好社会风气。

便民、利民、为民，司法机关落实
全国两会精神在行动。

在浙江，法院系统以智慧法院建
设为代表的司法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新
成果：杭州互联网法院率先打通从立
案到送达全流程在线的诉讼新模式、
移动微法院从宁波向全国推广……

这些司法创新不仅体现了信息化、智
慧化的发展新动能，而且充分彰显了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和司法为民的情怀底色。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李占国表示，此次疫情发生
以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更是大显身
手，网上诉讼、掌上办案确保了疫情防
控、审判执行两不误，有力打击了违法
犯罪、同时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诉讼
权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司法公正
让惩治之剑更锋利守护之盾更坚实


